
“徐伯伯，您好！我一直没有
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和教导，努力学
习，练就过硬的本领，业余时间还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志愿服
务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
会。”近日，鲁山县司法局局长徐群
生收到一条“特殊短信”，短信是哈
尔滨工程大学学生小尹发送的。

这条“特殊短信”究竟是怎么
回事呢？事情还要从今年 7 月的
一天说起。7月31日，鲁山县司法
局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由鲁山
县司法局资助的土门办事处失依

学子小尹在鲁山县关工委及土门
办事处教育办主任等人的带领下，
将一面写有“无私捐助育英才、情
系山区存大爱”字样的锦旗送到了
徐群生的手中，对县司法局帮自己
圆大学梦表示感谢。

小尹今年 18 岁，父亲在他两
岁时因车祸身亡，母亲接受不了打
击，离家人而去，小尹与年迈的奶
奶相依为命。2014 年，鲁山县司
法局了解到小尹的情况后，决定对
当时正在上初一的孩子实施资助，
并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了他在

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2014 年以来，鲁山县司法局累计
资助小尹 1 万余元的生活费和价
值 4000 余元的各类生活、学习用
品。

今年，小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他为大学学
费一筹莫展之时，鲁山县司法局领
导来到他家里，交给他奶奶 3000
元作为他开学的学费，解了他的燃
眉之急，并勉励他要心怀感恩之
心，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奋发图
强，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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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司法局举办全市人民监督员培训班

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康云峰）日前，平顶山市
司法局举办2019年度全市人民监督员培
训班。该局党委委员、调研员郭新国，市
检察院专职检委赵继明出席开班式并讲
话。市人民监督员、各县（市、区）司法局
业务负责人员共计60余人参加培训。

郭新国介绍了重组后的司法局的
新职能、新气象，并就工作提出意见：人
民监督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新
时代人民监督员的职业使命感、责任感；

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
平，做到善于监督、依法监督；强化作风
纪律建设，提高法治素养，积极适应人民
监督员职能定位的调整和变化。

赵继明对新公布实施的《人民检察
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
定》进行了辅导讲解，重点讲解了人民
监督员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以及面临的新形势，检察院办案活动接
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制度定位、主要内
容和工作要求等。

开班式上，荣获2018年度“全市优
秀人民监督员”称号的人员受到了通
报表彰并领取了荣誉证书。

培训班还邀请了平顶山市委党
校、政法学院的专家教授前来授课，
内容既有综合法律知识，又有“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此次培训提
升了人民监督员的业务工作能力
和政治思想水平，为他们更好地
履行监督职责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志刚）近日，平
顶山市石龙区司法局到该区人民路街
道康洼社区开展“话脱贫、感党恩、谋
发展”恳谈活动，面对面与社区党员、干
部、群众代表、贫困户恳谈，进一步坚定
自身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贫困户谢某某说：“驻村工作队帮助我
申请了养殖发展项目，解决了我养殖没有母
猪的困难，以后养殖不用再买猪仔了。”

脱贫户李某某说：“政府给我老伴儿安排
了公益性岗位，够养活自己了。我再出去打份
工，加上儿子在外务工，我们家已经脱贫了。”

两个多小时的恳谈活动中，大家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扶贫政策落实等方面畅所欲言，使群
众提高思想认识，为群众谋划脱贫致富新路子。

石龙区司法局局长张晓伟说：“开展恳
谈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
干劲。大家共同谋划村经济发展路线，有效
激发了康洼群众建设家乡的热情。”

“特殊短信”背后的暖心故事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王新华

话脱贫感党恩 谋发展

今年以来，叶县司法局加快法治乡村建
设，形成强大的法治宣传气氛，进一步增强全
县群众的法治观念。图为群众观看该局设置
的法治宣传展板。 陈红丽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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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宋廷政：本院受理原告宋晓阳与被告宋廷政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82 民初
60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杭雪锋：本院受理伍小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邱晚军：本院受理原告李朋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2民初273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庞书庆（41100219660411201X）：本院受理原告李土法与
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1003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汇通投资有限公
司、郑红初、彭兰花：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分行与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汇通投
资有限公司、郑红初、彭兰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
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0执恢66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执行催告
通知书、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越盛置业有限公司、李娟：本院受理郑俞申请执行郑
州越盛置业有限公司、李娟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
作出（2018）豫10执恢10-2号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10执恢10-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井红申：本院受理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井红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2019）豫 10 执
345号之一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
执34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呼明江：本院受理原告付志新与呼明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570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红财：本院受理原告贾希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3民初2895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朋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社
诉你及被告李艳、路小龙、付志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41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晚成：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兴林路信
用社诉你及被告申随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81民初44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科达铸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及被告林州市金马离合器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
初125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中丽、王朝兴：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
水信用社诉你们及被告周笑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81民初203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宋林强：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你及被告张林波、林州市光奥保温材料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204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翠芬：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你及被告栗玉林、高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81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成、杨献荣、林州市天发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社诉你们及李颜解、
张志伟、肖志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民初20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梦真、林州市精诚铸业有限公司、李林姣：本院受理原告
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社诉你们及杨荣、李海
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20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林林、郭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横水信用社诉你们及被告王文君、杨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5962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桑海清：本院受理杨长生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6民初261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新芳：本院受理原告靳艳平、第三人中原农业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合生、郭新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6民初29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华、蒋英巍、安阳裕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阳博
大优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红强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502民初1869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云海、宋志刚：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玉超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02民初36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平顺：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永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豫0503民初2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放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齐海军：本院受理原告窦爽诉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内黄县亿农菌业发展有限公司、安阳子建商贸有限公司、
张长海、张志强、王英杰、李晓依：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阳老槐树支行与被告内黄县亿农菌业发展有限
公司、安阳子建商贸有限公司、张长海、张志强、王英杰，李晓依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0502民再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良：本院受理原告张玉强与被告乔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
初448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艳芬、李飞：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
分行与被告河南省安阳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豫0503民初2112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内黄县宝旺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守现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苗方：本院受理原告张学良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167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刚：本院受理原告王洪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4民初26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视为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旭、河南开宇建筑有限公司、河南久通电缆有限公司、周
宗兵：本院受理原告杨小刚、张纪东等三十人诉你们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602民初1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